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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走過中原大地之「豫」見千年古都 

投標附表 

 

香港女童軍總會(以下簡稱“本會”)，計劃於 2019 年 7 月 25 至 30 日舉辦「香港女童軍總會內地交

流活動 2019—走過中原大地之『豫』見千年古都」活動。有關組辦是次內地交流活動，本會正邀請

合適的承辦商提供相關服務事宜，本會將根據投標及報價文件進行綜合考慮，選擇承辦商，具體事

項如下： 

日期： 2019 年 7 月 25 日 至 7 月 30 日（共 6 天） 

目的地： 香港 > 鄭州 > 開封 > 洛陽 > 鄭州 > 香港 

預計參加人數： 
最多 100 人 （12-35 歲：90 人；35 歲或以上：10 人） 

*最少參加人數為 30 人（12-35 歲：26 人；35 歲或以上：4 人） 

交通安排： 飛機往返香港鄭州 及 當地旅遊巴接載（鄭州 > 開封 > 洛陽 > 鄭州） 

住宿： 四星酒店  

主題及內容： 

1. 了解國家經濟發展 

2. 了解城市變遷 

3. 了解河南省歷史文化 

4. 兩地青少年互相交流 

5. 了解國情和關心國家的未來發展 

期望行程撮要： 1. 參觀及考察不同景點（詳見下列暫定行程表） 

2. 到訪當地 2 間大型企業 

3. 到訪當地 1 間大學及 1 間中學（各半天），與當地中學及大學生進行交流 

*本會亦將會另行與當地單位聯絡討論參觀企業及拜訪學校事宜，如有任何
建議歡迎向本會提出。 

暫定行程： 天 日期 行程內容 住宿 

1  25/7/2019 

星期四 

香港>鄭州 上午：去程 乘飛機前往鄭州新鄭國際機場 

下午：參觀黃河博物館及河南省博物館 

鄭州 

2  26/7/2019 

星期五 

鄭州> 開封 上午：參觀企業 

下午：前往開封，參觀清明上河園 

開封 

3  27/7/2019 

星期六 

開封> 洛陽 上午：前往洛陽，參觀龍門石窟 

下午：拜訪大學，與當地大學學生交流並認

識內地教育政策及學習環境 

洛陽 

4  28/7/2019 

星期日 

洛陽 上午：到訪少林武院學習少林基本功 

下午：參觀少林寺及欣賞武術表演 

洛陽 

5  29/7/2019 

星期一 

洛陽> 鄭州 上午：參觀企業 

下午：拜訪中學，舉辦文藝交流晚會，透過

遊戲、手工藝及互動活動與當地學生交流 

鄭州 

6  30/7/2019 

星期二 

鄭州> 香港 上午：考察鄭國車馬坑景區 

下午：回程 乘飛機返回香港 

- 

*此行程為暫擬，實際行程或會按接待單位的安排和需要作出調整。 
項目總體及一般

合約條款要求： 

1. 投標者按照上述行程要求，提供並安排一切於行程的所需服務，包括交通、

住宿及膳食等。有關報價要求，請參閱下方詳情。 

2. 投標承諾書、報價資料及公司資料等文件，必須於投標截止日期及指定時間

前送達本會，本會將對各投標書進行綜合評審。 

3. 投標採用承包方式，由中標方按合約列明的條款及條件向本會在指定的日期

和時間提供所有相關服務。 

4. 除非合約另有規定，否則承辦商不得未經本會事先書面同意而轉讓、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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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判或以其他方式處置合約所訂的任何權益、權利、利益或責任。承辦商須

親自履行合約並遵守已訂下之價目，未經雙方同意前不得在服務期內隨意加

價。 

5. 承辦商須持有有關其所有僱員，以及根據所有適用法律規定的其他員工的有

效僱主責任保險。 

6. 承辦商履行合約的責任時不可僱用任何非法勞工。 

7. 承辦商須負責確保所有就貨品或服務提供予本會的圖則、文件和資料準確。

在不損害合約任何其他條文的原則下，承辦商須就合約中的任何不一致之

處、錯誤或遺漏所產生的一切損失及損害賠償，及該等不一致之處、錯誤或

遺漏所招致的費用及開支，對本會作出彌償。 

8. 如承辦商不遵從合約規定或基本性違反合約的任何條款，則本會可即時終止

合約。承辦商要賠償本會因終止合約而蒙受或招致的成本、損失、損害賠償

或因要從其他來源尋求任何貨品或服務的提供而須要付出的所有費用及開

支。 

9. 承辦商須繳付由相關政府當局徵收的任何性質的所有稅項、費用、收費及款

項，以及繳付與履行合約有關而因承辦商觸犯或違反任何法例或規例而徵收

的罰款或懲罰。 

10. 如承辦商、其次承判商或提供的任何服務未能符合合約的任何規定或承辦商

違反或不符合有關遵守和提供服務的任何保證、承諾或責任而可以作出補

救，本會可於任何時間以書面向承辦商發出通知書，並可能在通知書內訂明

時限，要求承辦商就欠妥和不足之處作出補償或就違反之處作出補救及自行

承擔費用及開支。 

11. 在符合合約的條文的情況下，放棄或取消合約的條文，或對合約的條文作出

的任何更改或修訂，必須以書面文據作出，並經承辦商與本會正式簽署，方

為有效。 

*以上有關一般合約條款的要求，以「香港女童軍總會一般合約條款」之英
文版本為準（附件三）。 

投標者資格： 1. 投標者須為香港旅遊業議會會員，必須遵守《經營遊學團守則》，並須同時

遵守議會其他相關的作業守則及指引。 

2. 具有良好的商業信譽和服務記錄，以及沒有任何違法和財務不良記錄。 

3. 在投標截止日前沒有任何經濟糾紛和官司或潛在的經濟糾紛和官司。 

4. 具有較強的項目管理及組織實施能力，能滿足本會規定要求，具有良好的

履約記錄。能夠提供良好及快速的服務。 

*投標者可提供有關過往營辦遊學交流團的紀錄作為參考。 
報價要求： 費用需要包括： 

1. 乘搭直航飛機往返香港及鄭州的機票、稅項及其他附加費； 

2. 為隨團工作人員及青少年提供綜合旅遊保險，必須包括疾病及意外醫

療保障及香港境外的支援服務； 

3. 包括 6 日 5 夜四星酒店（請同時列明單人房之附加費用）； 

4. 享用 5 餐早餐、6 餐午餐及 5 餐晚餐； 

5. 提供每台合當地規格的大型空調旅遊巴全程接送； 

6. 每台旅遊巴上必須有 1 名能操流利普通話的當地專業導遊； 

7. 全團必須有至少 2 名（如參加人數少於 50 人，則至少有 1 名）由香港

旅遊業議會發出有效領隊證的隨團香港領隊； 

8. 領隊、導遊及司機不得向團員收取服務費及小費； 

9. 報價須包括上述行程所列的所有參觀機構的行政費或門票、香港旅遊

業議會之 0.15%印花稅； 

10. 列出出團前如當地發生特別情況如傳染病爆發、恐襲、罷工或自然災

害等問題時的安排，包括延遲出發、改期出發、退團、取消成團等； 

*根據以上要求，請於下方價格附表上以港元$列明每項服務／貨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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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及單價，並列出每位總團費。 
*請投標者同時註明付款時間表於下方表格內。 

價格附表： 

 

 

 

 

 

 

 

 

 

 

 

 

項目 說明 估計數量 

(A) 

價格╱單價 

（港元$） 

(B) 

預期合約價格 

（即 A x B） 

（港元$） 

     

     

     

     

預期合約價格（每位總團費 港元$）  
 

付款時間表： 

 

 

 

 

 

 

 

進度指標／期數 付款日期 合約價格款額 

（港元$） 

   

   

   
 

投標須知及投標

書內容要求： 

1. 自行承擔投標費用 –  

投標者承擔投標的所有費用，包括標書的準備、提交以及其他相關費用。 

2. 招標書的修改 –  

2.1 在投標截止日前任何時間，本會有權根據實際情況修改招標文件。本會

亦可根據需要延長報價截止時間，並以電郵通知投標方有關修改。 

2.2 若投標者對招標文件提出澄清要求，應在截止時間前以書面形式（包括

信函、傳真、電郵）通知本會，本會將以書面形式予以答覆。 

3. 投標文件要求 –  

3.1 投標者被視為已經詳細了解招標文件、招標要求及招標須知，投標者

在投標前須認真閱讀本文件的說明、條件及規範等所有內容。 

3.2 以上報價資料的預算參加人數為約數，具體以合同為準。 

3.3 投標文件的組成 

3.3.1 投標附表（附件一）； 

3.3.2 投標承諾書 （附件二）； 

3.3.3 其他相關資料； 

3.3.4 投標公司概況及經營牌照副本； 

3.4 投標文件格式及注意事項 

3.4.1 投標者不可於信封上展示或披露身分，否則有關投標書將不會

被考慮。 

3.4.2 投標者須對本次投標項目的所有要求的內容進行報價，不得漏

項。 

3.4.3 投標者的投標有效期為 60 天，由截標日期起計，如 60 天內仍

未接獲委聘通知，則是次投票可視作落選論。 

3.4.4 投標者應用阿拉伯數字準確填寫價格資料，如合計與單價不

符，以單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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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所有報價資料須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權人簽署認可。 

3.4.6 投標書不得有任何擦塗、更改痕跡。若須改正錯漏，須由投標

文件簽發人在更正處加簽。 

3.4.7 投標者提交的所有資格證明資料不得出現偽造痕跡，一經發

現，本會將保留追究權利或取消合同。 

3.4.8 本會不接受傳真或電郵等不密封的投標書。 

4. 評審原則、方法 –  

4.1 本會將根據投標者能否按照本會的要求提供有關服務、企業資料、價

格及服務質量等多項指標對投標者進行評審，準則及比重如下： 

評審內容 比重 

服務細則、企業資料、 

經營遊學交流團經驗、服務質量 
60% 

價格 40% 

4.2 評審後，本會可視情況約見投標者分別進行競爭性談判，具體時間由

本會另行通知。 

4.3 評審過程以及投標文件的初審、評估、比較等內容予以保密，不會透

露給任何投標者或其他與評審工作無關的第三者。 

4.4 投標者任何試圖影響公正評審的行為都將導致其投標文件作廢標處

理。 

投標截止時間： 1. 投標截止日期及時間為 2019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正。所有投標

文件必須在投標截止日期及時間前交至香港女童軍總會（地址：九龍加士

居道八號一樓辦事處） 

2. 若在截止日上午9時至中午12時期間發出 8 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

警告，截止日期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下午 5 時正。 

3. 投標者必須在上述期限前將報價文件送至本會，對逾期送達的報價文件，

本會有權拒絕。 

查詢： 香港女童軍總會 國際及內地事務處 

電話：2359 6827 

傳真：2782 6466 

電郵：renee.ha@hkgga.org.hk 

投標者名稱：  

獲授權簽署標書

的人士簽署： 
 

獲授權簽署標書 

的人士職位： 
 

姓名 

（請用正楷）：  
 日期：  

 

公司印章： 

 

   

 


